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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召經文︰詩篇 95:6-7 

6 來啊，我們要俯伏敬拜，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拜。 
7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；我們是他草場的百姓，是他手中的羊。 
 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！ 

早堂詩歌:           《全能真神》（恩頌 10 首） 
1. 聖哉，聖哉！聖哉，聖哉！聖哉，聖哉！威嚴全能神！ 
我們來敬拜，敞開心靈，將愛獻祢跟前，聖哉，聖哉！威嚴真神！ 

2. 慈愛天父，親愛天父！蒙祢施恩，今作祢兒女， 
我們來敬拜，同瞻望祢，將愛獻祢跟前，慈愛天父，親愛天父！ 

3. 寶貴耶穌，親愛救主！蒙祢捨生，將我們救贖， 
我們來敬拜，頌恩舉手，將愛獻祢跟前，寶貴耶穌，親愛救主！ 

4. 全能聖靈，親愛聖靈！求祢重新，充滿眾心靈， 
我們來敬拜，揚聲懇求，將愛獻祢跟前，全能聖靈，親愛聖靈！ 

5. 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！ 
我們來敬拜，敞開心靈，將愛獻祢跟前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！ 

《如此認識我》 
誰像祢如此認識我？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。 
我奔跑、我躺臥、我坐下、我起來，全部祢也細察清楚。 
年月有如閃電飛過，但祢的手從未離開過。 
看春光、看豔陽、看落葉、看冰河，祢右手總晝夜扶持着我！ 
我在地上年日祢已經數算過，祢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， 
我在地極與天涯，仍舊看顧着我，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？ 
Oh…迎面障礙雖避不過，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。 
有北風、有巨浪、有禍患、有艱難，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！ 

「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，獲准轉載。」 

《十架犧牲的愛》 
耶穌捨身十架，主祢為我犧牲。誠然擔起我的憂患，背負我的痛苦。
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，流出寶血，救恩湧流，讓我罪得赦免。 
祢被世人離棄凌辱，至死不退縮；喝下那苦杯，全然成就救贖。 
我主犧牲的愛，祢為我的過犯，撇下榮耀尊貴，降下捨身拯救。 
十架犧牲的愛，眾罪已得潔淨，祢是奴僕君王，權柄、尊貴屬祢。 

「版權屬沙聲頌所有，允准使用。」 

早堂回應詩歌:             《晚禱》 
1.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，若我今日使別人走錯路， 
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，求主赦免。 

2.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，若我今日不關懷人需要， 
因此使別人受傷害虧損，求主赦免。 

3.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頑梗，若我今日只顧貪圖安逸， 
不願堅守神所交付職分，求主赦免。 

4. 求祢赦免我所承認眾罪，求祢赦免隱而未顯罪愆， 
求祢常常引導愛護保守。阿們。阿們。 
「選自《青年聖歌》綜合本 III 集，第 151 首，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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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年主題︰裝備信徒            午堂 

2022尊重多元 追求合一 

凡事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以和平彼此 
聯繫，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。（弗 4:2-3） 

 

午堂崇拜事奉人員 序 樂 ………… （主禮人入席） ………… 眾立 

宣 召 …………… 詩 9 5 : 6 - 7  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頌 讚 …… 《頌神奇恩》（恩頌 37 首） …… 

《心曲》  

《聖法蘭西斯禱文》 

眾立 

禱 告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主禱文 … 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 … 

願你的國降臨；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 
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 
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；救我們脫離兇惡。 

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」 
（馬太福音 6:9-13） 

眾立 

讀 經 ………… 太 6:12，18:21-35 ………… 眾坐 

證 道 …………… 免我們的債 …………… 眾坐 

回 應 ………… 《以上帝心為心》 ………… 會眾 

禱 告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報 告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眾坐 

三一頌 …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，世上萬民讚美主恩，… 
天使天軍讚美主名，讚美聖父聖子聖靈。阿們！ 

眾立 

祝 福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阿們頌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殿 樂 ……………（主禮人退席）…………… 眾立 

   默禱散會．彼此問安    
 

主席 
講員 
領詩 
讀經
司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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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音 
 

呂佳丞 
李永浩傳道 
呂佳丞 
譚潤根 
蘇思蒂 
何碧玉 
吳嘉燕 
黃卓榮 
梁美梅 
譚潤根 
馮惠貞 
馬碧珊 
高玉貞 
招淑芬 
胡雪梅 

少崇事奉人員 

主席 
講員 
司琴 

 
影音 

林恩澤先生 
鄭傳基先生 
陳天翎 
倪  臻 
郭紹祺 

兒童主日學導師 

導師 
 

陳以昕 
余慧盈 
鄭寶珊 
馮燕貞 
陳少蘭 
何瑋恩 

3 



 
午堂詩歌:          《頌神奇恩》（恩頌 37 首） 
1. 遠超稱頌的真神，今我們獻敬拜，揚聲歌頌祢奇恩—詩歌難償的愛！ 
因我們惟能感恩 ，驚歎祢賞賜豐，賜祝福數算難清，不斷憐憫施恩； 
主，我們振作心靈，恭候聽祢聖言，向祢敬獻頌讚聲，歡呼頌祢威嚴。 

2. 求施恩救主傾聽，悅納所獻的愛，願蒙恩典的眾生忠心供奉敬拜。 
將來無論在何方，遭遇是禍是福，願終生勝過痛傷，向祢頌揚歡呼， 
仰瞻恩主的榮美，不斷誇祢作為，以頌讚祢為光輝，歡欣敬獻心祭。 

《心曲》 
1. 慈愛天父，憐憫之父，在祢恩座前我衷心傾訴。 
求祢施恩潔淨我罪，使我得接近祢恩光。 

2. 求祢洗淨我心中思念，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， 
求祢恩光普照引導，使我得遠離罪惡。 

   副歌: 神啊！我衷心交託，全心將救主仰望。 
 尋着祢恩光心得盼望，恩主請祢垂念我。 
3. 蒙祢恩待我感恩不斷，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， 
求祢施恩潔淨接納，我願一世隨着祢。 

「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，獲准轉載。」 

《聖法蘭西斯禱文》 
1.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； 
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；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。 

2.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，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； 
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；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。 

3.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，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； 
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；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。 

副歌: 哦，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； 
    少求被瞭解，但求瞭解人；少求愛，但求全心付出愛。 

「詩集︰頌樂樂第 56 首」 

證道經文：馬太福音 6:12，18:21-35  
6:12 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 
18:21-35 
21 那時，彼得進前來，對耶穌說：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當饒恕他幾
次呢？到七次夠嗎？」 

22 耶穌說：「我告訴你，不是到七次，而是到七十個七次。 
23 因為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。 
24 他開始算的時候，有人帶了一個欠一萬他連得的僕人來。 
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，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兒女，以及一切所有
的都賣了來償還。 

26 那僕人就俯伏向他叩頭，說：『寬容我吧，我都會還你的。』 
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 
28 那僕人出來，遇見一個欠他一百個銀幣的同伴，就揪着他，扼住他的喉
嚨，說：『把你所欠的還我！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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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說：『寬容我吧，我會還你的。』 
30 他不肯，卻把他下在監裏，直到他還了所欠的債。 
31 同伴們看見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憤，把這一切的事都告訴了主人。 
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，對他說：『你這惡奴才！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
的都免了； 

33 你不應該憐憫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憫你嗎？』 
34 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給司刑的，直到他還清了所欠的債。 
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。」 

午堂回應詩歌:         《以上帝心為心》（敬拜隊原創詩歌） 
夜已深燈漸暗，起初的心冷卻； 
心感到困倦嗎？不想再努力嗎？望主愛充滿暖心坎。 
願愛滿滿傾注，驅走過去冰冷； 
心緊靠棄自我，同尋覓父上帝，再次連結合一。 
存謙卑仰望十架恩，同拋開冷漠盡獻關心與接納， 
單單顧念體恤別人，願以上帝心為心。 
求恩主意念植我心，無分黨結恨，讓這家充滿歡笑， 
一起分享愛齊互勉，共建立教會為世間送暖。 

「本堂敬拜部創作」 

 

 
 

 本堂崇拜及聚會安排  
教會開放措施：（5 月 19 日起放寬至 85%） 
1. 所有進入教會的弟兄姊妹必需掃瞄「安心出行」及「疫苗通行證」。 
 12歲或以上人士：必須已打 3 針新冠疫苗 或 接種 2 針疫苗後未滿 

6個月 或 新冠康復後未滿 6 個月。 
 12歲以下兒童：在家長陪同下豁免「安心出行」及「疫苗通行證」， 
否則家長須預先填寫及簽署「申報表」。 

2. 早/午堂崇拜、少年崇拜及兒童主日學實體開放，午堂直播繼續維持。 
 

一、 致謝實習傳道  林恩澤先生（建道神學院）於今月底實習期滿。
謹此致謝並祝福他往後的事奉蒙主眷顧。 

二、 週三祈禱會 
（視像） 

 於 8 月 3 日（週三）晚上 7:30 以視像形式進行。
是次祈禱記念希伯崙團契。 

三、 生 活 營  遊戲與學習小組生活營 
日期：8 月 6-7 日（週六至主日） 地點：烏溪沙青年新村 

伯特利團及希伯崙團生活營 
日期：8 月 13-15 日（週六至週一） 地點：烏溪沙青年新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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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兒童主日學 

 

 

 2022 年親子活動日（歡迎弟兄姊妹及新朋友參加）  
日期/時間：8 月 13 日（週六）下午 2:00-4:00    
主題： A「好」Family  
 一個「好」的家庭需要有神家的同行，同心
 敬拜親近主，實踐真理，才能獲得真福氣。 
對象： 12 歲或以下兒童家庭 
 （每家庭必須有至少一位家長陪同子女） 
目的： 通過「疫下連結」，與每個家庭共渡一個 
 快樂、彼此祝福的下午。 
內容： 唱詩、親子遊戲、做手工、小信息等 
報名： 請於 7 月 31 日（主日）前透過 QR Code 或 
 向張梁恩沛傳道報名。              

五、 家 長 講 座  主題： 如何與高小初中青少年溝通 
日期/時間：8 月 21 日（主日）下午 2:30-4:30 
地點： 本堂禮堂 
講員： 鄭傳基弟兄（應用心理學實務副教授）及 

 林傲山姊妹（中學老師） 
對象： 本堂初中家長、兒主家長、遊學組家長及 

 澤安家長 

六、 網上崇拜點名  為了解弟兄姊妹出席崇拜情況，請按以下連結填
寫個人於七月份的出席情況（實體/網上也需填寫）： 
checkin.ecgc.org.hk 

七、 教 牧 消 息  張晉豪傳道今主日在澤安分堂證道。 

八、 本週禱告事項   

 1） 記念身體軟弱之弟兄姊妹或其家人︰劉季興姊妹、黃月琴姊妹、
區朱秀英姊妹、胡運儀姊妹、黃蕙燕姊妹、姚德湧弟兄、文尤偉
明姊妹（文嘉麗姊妹之母親）和陳世曙理事的治療及對主的信心。 

 2） 記念疫情期間，長居院舍及行動不便的長者，求主施恩憐憫。  

 3） 記念下主日崇拜的事奉人員︰  

講員 主席/領詩 讀經 司琴 值理 司事 接待/*迎新 影音 兒童主日學導師 

早 岑維成先生 

恐懼下的謀劃 

王上 12:25-33 

郭家豐 文嘉麗 林君盼 歐陽偉強 姚麗貞 
郭海香 

*鄭禮忠  *金 碧 
馮國樑 — 

午 林婉玲 呂素娣 
蘇思蒂 
岑建基 

劉兆如 
趙汝健 
梁柏華 
招淑芬 

梁鳳琴 譚潤根 
*梁鳳琴  *郭仲豪 

葉基偉 
黃偉洪 

湯碧霞 梁美梅
鄭寶珊 蘇啟揚 

何瑋恩 

少

崇 

譚潤根先生 
等候的學習 
哀 3:25 

植曉嵐 — 陳天翎 
 

— — — 陳思宇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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〜  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《永恆的盼望》〜  
2022年 8月 1-10日（週一至週三）網上直播，不設現場聚會。 
早堂-研經會（上午 9:00） 講員：柯貝爾牧師 
 主題：明白基督的心 
午堂-講道會（上午 11:00） 講員：李思敬牧師 
 主題：如此我信-使徒信經與舊約神學 
晚堂-奮興會（晚上 7:30） 講員：鮑維均牧師  
 主題：主耶穌啊-我願你來  
直播︰www.hkbibleconference.org 

 

 

 

 

一、 
 

 

 

基督教頌主堂 
公 告 

 

 1. 近日來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數字持續回升，請各會
 友切勿鬆懈，謹守各項防疫措施和進入處所的相
 關規定。倘若會友感到身體不適或於兩週內接受
 過強制檢測，請通知所屬堂會之教牧人員。 
2. 本堂之午堂主日崇拜直播仍將維持，讓有需要的
 弟兄姊妹可網上崇拜。 

二、 安 息 主 懷 

 

 本堂楊葉蓮芳姊妹（楊秀英牧師之母親）於 7 月 19
日（週二）安息主懷。安息禮拜定於 8 月 5 日（週
五）上午 11:00 假聖公會聖安德烈堂（尖沙咀彌敦
道 138 號）舉行，隨即移往火化。求神安慰其家人。 

 
差傳快訊 — 差程尋 

2022 差傳年會 [識▪鄰舍] 
本年度將舉辦兩項計劃，請與幹事聯絡報名。 

計劃一：身同感受 -- 體驗貧窮計劃 
計劃二：喜樂融傭 -- 關顧外傭計劃 

 

 
 

  
 
 
 
 

 

 
 

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
日期  本堂/兒童（早） 本堂/少崇/兒童/嬰兒（午） 港分 /兒童  澤安 /兒童  總數  

7 月 3 日 
主日崇拜網上直播，瀏覽︰共 86 人/家庭 

58 / 1  89 / 21 / 17 / — 110 / 10  23 /  4 333 

7 月 10 日 
主日崇拜網上直播，瀏覽︰共 78 人/家庭 

82 / 1 136 / — / 21 / 1 112 / 10  28 /  7 398 

7 月 17 日 
主日崇拜網上直播，瀏覽︰共 86 人/家庭 

61 / 3 103 / 26（*1）/ 20 / —  99 /  7  27 /  6 353 

7 月 24 日 
主日崇拜網上直播，瀏覽︰共 77 人/家庭 

56 / 1 121 / 26（*2）/ 22 / 1 101 /  8  27 /  7 372 

座位  220 / 30 / 40 / 10 315 / 30 70 /  8 7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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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hkbibleconference.org/speaker-schedule.html#session2
https://www.hkbibleconference.org/speaker-schedule.html#session3


 

九龍本堂各項聚會  

聚會  對象  時間  聚會  對象  時間  

主日崇拜 

（每月第一週聖餐） 
各界人士 

主日 早堂上午 8:45 

     午堂上午 11:15  

安提阿團契 成年  不定期（分組聚會） 

腓立比團契 成年 第二主日 上午 10:15 

少年崇拜 少年 主日 上午 10:15 以弗所團契 成年 不定期 

兒童主日學 嬰孩、兒童 主日 上午 11:15 加利利團契 青成年伉儷 第四週六 下午 4:30 

成人主日學 各界人士 主日 上午 10:10 迦南團契 青成年 週六 下午 4:30 

祈禱會 信徒 
第四主日 崇拜時段 安得烈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2:30 

週三 下午 7:30 約瑟團契 青年 主日 下午 12:30 

差傳祈禱會 信徒 第二週三 下午 7:30 便雅憫團契 大專 主日 下午 12:45 

伯利恆團契 長者 第一主日 午堂崇拜後 伯特利團契 中學至大專 主日 上午 11:00 

迦密團契 婦女 第二及四週三 上午 10:00 希伯崙團契 少年 主日 上午 11:15 

錫安團契 成年 第一主日 下午 2:00 遊戲與學習小組 少年 週六 下午 4:00 

加略團契 成年 第一週六 下午 3:30 野．同行 各界人士 週六 

與主同行小組 成年 第二週二 下午 7:30  

 

每週奉獻 2022 年 7 月 24 日 

項目 九龍本堂（早） 九龍本堂（午） 香港分堂 澤安分堂 總計 

主日奉獻 

什一奉獻 

感恩奉獻 

差傳奉獻   

慈惠奉獻（B）代轉 

280.00 

 

4,720.00 

 

 

90.00 

139,438.50 

11,200.00 

15,100.00 

600.00 

90.00 

17,900.00 

2,300.00 

600.00 

 

220.00 

 

16,800.00 

6,510.00 

 

680.00 

157,338.50 

35,020.00 

22,210.00 

600.00 

合計 $5,000.00 $166,428.50 $20,890.00 $23,530.00 $215,848.50 

支票抬頭「基督教頌主堂有限公司」或「Evangelical Chinese Gospel Church Ltd.」 

 

創辦人 沈保羅牧師 

長老 賈建成長老（堂主任）、余聖麟長老 

會計 黎玉蓮姊妹 

九龍本堂 教牧：劉陳寶珊傳道、李永浩傳道、張晉豪傳道、張梁恩沛傳道  幹事：鄧吳少媚姊妹、岑耀榮弟兄 

崇拜： 

地址： 

主日 上午 8:45（早堂）/上午 11:15（午堂） 

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203-209 號二樓 

電話： 
WhatsApp 

電郵：   

2779 3082 傳真：2777 9755 
2779 3082 
reachus@ecgc.org.hk 

香港分堂 教牧：李主宏牧師、李昭寰牧師、吳寶英傳道 福音幹事：何麗嫦姊妹   

崇拜： 

地址： 

主日 上午 10:30 

香港灣仔譚臣道 5-11號信邦商業大廈 2字樓 

（主日崇拜地點 —  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 

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一樓禮堂） 

電話： 

電郵： 

2520 2505 傳真：2520 1197 

hkecgc@netvigator.com 

澤安分堂 教牧：周佩玲傳道        幹事︰李任秀芬姊妹（部份時間） 

崇拜： 

地址： 

主日 上午 10:30 

九龍深水埗南昌街澤安邨華澤樓 11-12 室 

電話： 

電郵： 

2779 2211 傳真：2779 5943  

chakon@ecgc.org.hk 

↝ 歡迎登入教會網頁 http://www.ecgc.org.hk 瀏覽會務報告、各堂消息、講道重溫等 ↜ 

mailto:chakon@ecgc.org.hk
http://www.ecgc.org.hk/

